世紀陽光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2016 年全年業績新聞稿
2017 年 3 月 29 日

【新聞稿－即時發佈】

(股份代號：509)

公佈 2016 年全年業績
***
核心業務穩中有升 收入增加約 2.9%
農業肥料產品及金屬鎂產品銷量分別上升約 4.6%及 50.6%
兩項業務毛利率均維持穩定
***
積極擴張產能 收購紅日化工 擴充肥料銷售網絡及業務版圖
業績摘要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百萬港元)

2016年

2015年

變化

(經重列)

收入

2,589

2,516

+2.9%

毛利

760

786

-3.3%

年內溢利

313

363

-13.8%/-8.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

302

314

-3.9%/-0.4%*

每股基本盈利 (港仙)

6.57

7.45

-11.8%/-8.6%*

29.3%

31.2%

-1.9個百分點

集團整體毛利率

(2017 年 3 月 29 日，香港) 世紀陽光集團控股有限公司（「世紀陽光」或「公司」
，連同
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股份代號﹕509）
，今天欣然公佈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止年度（
「年內」
）全年業績。
2016 年，本集團兩個主營業務均取得積極進展，整體收入上升 2.9%，至 2,589,221,000
港元（2015 年：2,515,602,000 港元）
，整體毛利率 29.3%（2015 年：31.2%）
。年內溢利
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則同比分別下降 13.8%*及 3.9%*。每股基本盈利為 6.57 港仙
（2015 年：7.45 港仙）
。
*註: 年內，權智(國際)有限公司 (「權智國際」)就 2015 年收購新疆之鎂業務，和賣方達成買賣代價調整，
削減了約 21,564,000 港元之買賣代價。故 2015 年之比較數據須按會計準則重列。若撇除該收購事項之對價
調整收益，本集團年內溢利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同比下降分別只為約 8.4%及輕微的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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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本集團正處於擴產階段，包括江西新建年產能 1,400,000 噸肥料項目，以及收購馳
名複合肥企業紅日化工，該企業 2017 年銷售量有望達至 700,000 噸。預期本集團未來
年產能將比現有年產能擴大 3 倍，故此，本集團十分重視相關投資。考慮到上述項目所
需之資本開支及營運現金流，董事會不建議支付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之末期
股息。
農業肥料業務
本集團農業肥料產品主要包括複合（混）肥料及生物有機肥料兩大系列。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農業肥料業務為本集團貢獻收入約 1,399,088,000 港元（2015 年：
約 1,523,281,000 港元）
，銷售量同比上升 4.6%至 692,197 噸(2015 年: 661,748 噸)，平均
毛利率上升至 28.4%（2015 年：27.9%）
。鑒於年內全球商品價格下調及人民幣貶值，銷
售收入同比下降，儘管如此，該業務仍然維持銷售量同比增長及穩中有升之毛利率。
本集團各個主要項目的擴產、投產步伐都得到提速。年內，江蘇生產基地的年產能達到
850,000 噸，而於江西省瑞昌市興建 1,400,000 噸肥料年產能的第一期生產線建設進度較
原定 2018 年投產計劃大幅提前，本集團預計第一期 550,000 噸年產能將於 2017 年第三
季投產運行，包括 400,000 噸高塔肥及 150,000 噸複合肥系列產品，其餘的 850,000 噸
產能預期於 2019 年投產。
為進一步推動本集團的生態複合肥產業於中國北部、中部、南部生產基地佈局和市場滲
透率，同時擴大本集團經營規模和加快肥料業務增長，本集團簽訂收購協議，收購具
50 多年經營歷史的知名複合肥製造商山東紅日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紅日化工」)50.5%
股權。紅日化工是中國硫基複合肥技術發明者，為中國複合肥馳名品牌“豔陽天”肥料製
造商，擁有穩固的業務基礎和深厚的品牌影響力。年內，紅日化工經全面檢修現已成功
恢復正常生產運行，有望於 2017 年產銷量達約 700,000 噸複合（混）肥料產品。
有關紅日化工收購事項之先決條件已滿足，並於 2017 年 3 月 29 日提交本公司董事會審
議及通過，按收購協議條款將定於 2017 年 4 月 1 日完成交割及正式合併入本集團。
本集團相信，隨著江蘇和江西兩個生產基地逐步釋放產能，以及紅日化工正式合併入本
集團後，本集團肥料業務產能將比現時規模擴大 3 倍，成功推進本集團的肥料業務跨越
式發展。
金屬鎂產品業務
本集團金屬鎂產品業務主要包括基礎鎂產品及稀土鎂合金產品。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金屬鎂產品業務為本集團貢獻收入 910,984,000 港元（2015 年：760,502,000
港元）
，銷售量為 36,201 噸(2015 年: 24,031 噸)，整體金屬鎂產品銷售量同比大幅增加
50.6%。年內，由於新疆生產基地已開始投產，加上新疆基地主要銷售基礎鎂產品，該
類別產品於年內銷售量同比大幅增加 98.1%，因此鎂業務之整體毛利率被攤薄至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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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34.2%)。於銷售價格基本平穩情況下，金屬鎂產品業務之銷售收入錄得 19.8%
增長。
鎂合金被認為是最具發展潛力的綠色輕合金金屬結構材料，對綠色產品開發和設計極具
重要性。本集團自 2008 年以來已投入大量資源於鎂合金項目的研究與開發，目前已成
為行業的領先企業。本集團於吉林省白山市擁有品質優良、儲量豐富的白雲石礦產資源，
並已建成了設備先進的原鎂及鎂合金生產基地，2016 年產能達 25,000 噸，第二期 50,000
噸擴產建設已基本完成，新增生產線將陸續投入試運營。
另外，本集團附屬權智（國際）有限公司（「權智」
）位於新疆的鎂製品生產商已建成的
鎂產品及蘭炭生產線年產能分別為 15,000 噸及 600,000 噸。其中，鎂合金生產線經過檢
修整改後，已於年內成功開始投入生產。新疆生產基地 100,000 噸鎂合金年產能已獲得
政府批准，該擴建項目完成後連同現有產能，集團未來鎂合金總產能有望達到 175,000
噸。加上，集團擁有多項高性能鎂合金工藝和製備方法技術專利，實現了上游原料資源
自主供應與下游生產能力相互鏈結配套，為鎂業務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和動力，並將
進一步提升集團於金屬鎂行業中的市場地位，亦將帶動集團金屬鎂業務整體業績的快速
增長。
集團主席池文富先生表示：
「憑藉本集團的專業，專注及多年來建立的良好基業，年內，
雖然全球經濟局勢面臨諸多不確定因素，然而本集團快速擴張的兩大主營業務，卻有望
受惠於國家積極推動農業現代化和新材料應用的有利政策。本集團將不斷提高金屬鎂業
務的運行效率，進一步推進集團金屬鎂業務之整合，以持續優化資源配置，提高集團核
心競爭力。本集團於年內宣佈收購紅日化工，產能及銷售網絡進一步擴張，肥料業務佈
局分別於江蘇、山東和江西生產基地，覆蓋北部，中部和南部市場，並且從技術，產品，
市場和管理等方面產生互補形成協同效應。展望未來，本集團將緊緊抓住良好的發展機
遇期，加快資源整合和產能釋放的步伐，努力為股東創造更好的回報。」
– 完 –
關於世紀陽光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509)
本集團主要從事鎂合金和生態農業肥料的研發及生產等垂直一體化業務，於2008年8月1
日於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為509。2015年2月，本集團成功收購權智（國際）
有限公司（股份代號﹕601），目前持有股份約51.88%。
欲瞭解更多詳情，請瀏覽公司網站 http://www.centurysunshine.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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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任何問題，歡迎垂詢：
世紀陽光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李凱雯小姐 (Sylvia Li)
電郵：ir@centurysunshine.com.hk
電話：（852）2186 4321
傳真：（852）2802 2697
達博思傳訊顧問有限公司
陳鎧瑤 (Joanne Chan)

電話：(852)3679 3671

電郵：jchan@lbs-comm.com

傅寶琳 (Pauline Fu)

電話：(852)3752 2674

電郵：pfu@lbs-comm.com

葉欣欣 (Natalie Yip)

電話：(852)3752 2677

電郵：nyip@lbs-com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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